
香港首個以癌細胞基因分類
釐定個人化大腸癌治療之成效分析

KRAS測試個人化治療成新趨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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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防癌會癌症教育委員會主席

蔡清淟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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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港大腸癌的最新發展



本港十大癌症第二位----------大腸癌

排名 部位 發病數字 百分比 粗發病率*

1 肺癌 4,236 17.2% 60.7

2 大腸癌 4,031 16.4% 57.8

3 乳腺癌 2,633 10.7% 37.7

4 肝癌 1,745 7.1% 25.0

5 前列腺癌 1,369 5.6% 19.6

6 胃癌 1,058 4.3% 15.2

7 鼻咽癌 926 3.8% 13.3

8 非黑色素瘤皮膚癌 717 2.9% 10.3

9 非霍奇金淋巴癌 672 2.7% 9.6

10 子宮體癌 640 2.6% 9.2

3
資料來源：醫管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 http://www3.ha.org.hk/cancereg/c_rank.pdf

* 所有發病率均以每十萬人計算。



本港十大癌症第二位----------大腸癌

大腸癌為本港第二號癌症殺
手，2008年共奪去1,686人
的生命

男女患者比例為1.3:1

男女患者年齡中位數分別為
70及72歲

一生累計風險：
男性 - 21人有一人患上

女性 - 33人有一人患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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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醫管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, http://www3.ha.org.hk/cancereg/c_colorectum.pdf



大腸癌的成因

醫學界仍尚未完全清楚大腸癌的成因，但相信
與患者的飲食習慣、家族遺傳有關

若經常進食高動物性脂肪、高蛋白質和低纖維
的食物，均為患大腸癌的高危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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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腸癌的治療方法

醫生會視乎病人的情況，決定採用手術、放療、
化療的治療方案

當中手術是治療大腸癌的主要方法，但有50%

以上的患者，會於手術後出現癌細胞擴散

隨著醫療科技的發展，標靶治療亦成為治療大
腸癌的一個重要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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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靶治療的原理

 在癌細胞上的表皮生長因子受體（Epidermal Growth 
Factor Receptor, EGFR）負責「發號施令」，控制癌
細胞的存活、血管生成、細胞週期變化、細胞移動和細
胞侵入/轉移等

 標靶治療的原理，便是針對EGFR，以阻止癌細胞生長，
抑制腫瘤內部新血管的形成，減少癌細胞對正常組織的
侵略以及擴散至其他部位，甚至令癌細胞死亡

 這種方法針對癌細胞的生長
 然而，正如其他所有的藥物，標靶藥物並非對100%的
病人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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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標記測試 (BIOMARKER)

癌細胞基因生物標記測試可用以評估患者對不
同治療的反應，有助選擇最佳治療

可應用於不同癌症治療，如肺癌、乳癌及大腸
癌等，用以評估標靶藥物的療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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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RAS 及 EGFR

 KRAS是一個癌細胞基因，作用就有如一個傳遞信息的「開關
掣」，負責「解讀」指令，並開啟癌細胞生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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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RAS 及 EGF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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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研究以Cetuximab配合化療藥物
(FOLFIRI)作一線用藥

(CRYSTAL 臨床研究)

Van Cutsem E, et al. ASCO GI 2010 Abstract No. 281

 擴散性大腸癌KRAS「無變異」患者

只使用化療
(FOLFIRI)

Cetuximab + 

化療
(FOLFIRI)

存活率

分析
p-值

腫瘤縮細機會率 39.7% 57.3% - <0.0001

中位數無惡化

存活時間
8.4 個月 9.9 個月

相對減少
30%

0.0012

中位數整體

存活時間
20 個月 23.5 個月

相對減少
20%

0.0093



國際研究以CETUXIMAB配合化療藥物
(FOLFOX-4)作一線用藥

(OPUS 臨床研究)

Bokemeyer C, et al. Annals of Oncology 2011 

 擴散性大腸癌KRAS「無變異」患者

只使用化療
(FOLFOX-4)

Cetuximab 

+ 化療
(FOLFOX-4)

存活率

分析
p-值

腫瘤縮細機會率 34% 57% - 0.0027

中位數無惡化

存活時間
7.2 個月 8.3 個月

相對減少
43%

0.0064

中位數整體

存活時間
18.5 個月 22.8 個月

相對減少
15%

0.39



綜合兩項最新的國際研究
以Cetuximab配合化療藥物作一線用藥

(Meta-analysis of CRYSTAL& OPUS 臨床研究)

C.H.Koehne, et al. ASCO GI 2010 Abstract No. 406 

 擴散性大腸癌KRAS「無變異」患者

顯示KRAS測試可更有效篩選對標靶療法有
更佳反應的病人，以選擇達致最佳療效的個人化療法

只使用化療
Cetuximab + 化

療

存活率

分析
p-值

腫瘤縮細機會率 38.5% 57.3% - <0.0001

中位數無惡化

存活時間
7.6 個月 9.6 個月

相對減少
34%

<0.0001

中位數整體

存活時間
19.5 個月 23.5 個月

相對減少
19%

0.0062



香港大學醫學院臨床腫瘤學系臨床助理教授

李浩勳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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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首個以癌細胞基因分類
釐定個人化大腸癌治療之成效分析



香港首個以癌細胞基因分類
釐定個人化大腸癌治療成效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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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研究目的：分析以KRAS狀況釐定個人化標靶藥物
Cetuximab組合之成效

 數據收集：香港大學
 時間：2008-2010年
 患者數目：153個擴散性大腸癌病人中，151名曾接
受KRAS測試

 KRAS狀況比率：
 KRAS 「無變異」 ： 100 人 （66.2%）
 KRAS 「有變異」 ： 51 人 （33.8%）
 KRAS狀況比率與國際比較： 相若



使用標靶藥物CETUXIMAB組合患者資料

總數 = 49 人

性別 男 : 女 = 1.65 : 1

年齡 41 – 80 歲

腫瘤轉移分佈 肺
肝臟
遠端淋巴結
腹膜
卵巢
膀胱
骨
腎上腺
脾臟
子宮

19人
45人
37人
15人
2人
1人
5人
1人
1人
1人

27.5%

65.2%

53.6%

21.7%

2.9%

1.4%

7.2%

1.4%

1.4%

1.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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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標靶藥物CETUXIMAB組合患者資料

標靶藥物Cetuximab組合 總數 = 49 人

配合化療藥物Irinotecan 8 人 16.3%

配合化療藥物Oxaliplatin 39 人 79.6%

其他化療藥物 2人 4%

17



經KRAS測試篩選以使用標靶藥物CETUXIMAB組合：
腫瘤縮細機會率逾7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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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tuximab + 化療

腫瘤縮細機會率 75.5% 

腫瘤完全反應率 16.3%

疾病控制率 89.8%

中位數無惡化存活時間 9.1 個月



香港大學醫學院臨床腫瘤學系榮譽臨床助理教授
廖敬賢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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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港擴散性大腸癌治療臨床經驗



研究可提供數據，優化臨床治療選擇

儘管僅有49名擴散性大腸癌患者參與，然而
其重要性在於此爲本港首項以癌細胞基因分類
釐定個人化大腸癌治療的分析，有助醫生優化
臨床治療選擇，提高療效

醫生在治療前能夠更明確瞭解針對個別病人用
藥之療效，使藥物更能用得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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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港使用CETUXIMAB治療大腸癌療效不遜於國際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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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Meta-analysis of CRYSTAL& OPUS 臨床研究)

* OPUS 臨床研究數據

香港數據 國際研究數據

腫瘤縮細機會率 75.5% 57.3%

腫瘤完全反應率 16.3% 4%*

疾病控制率 89.8% 87%*

無惡化存活時間中位數 9.1 個月 9.6 個月



CETUXIMAB治療副作用 - 痤瘡

痤瘡 總數 = 49 人

在治療中出現 44人 89.8%

第一及二等級 42人 85.7%

第三等級 2人 4.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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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TUXIMAB治療副作用 - 腹瀉

腹瀉 總數 = 49 人

在治療中出現 23人 46.9%

第一及二等級 21人 42.9%

第三等級 2人 4.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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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分析



個案分析

 61歲男士

 2010年4月因急性腹痛，診斷患上腸塞

接受緊急結腸切除手術

病理化驗結果：低分化性結腸癌

癌症指標CEA正常 (≦ 5 ug/L)

手術後於2010年4月27日進行之正電子電腻
掃描( PET/CT Scan)顯示：

廣泛腫瘤在腹腔擴散

胸腔淋巴結擴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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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RAS基因測試結果及治療方案

診斷爲KRAS「無變異」患者

醫生建議在2010年5月開始使用標靶藥物
Cetuximab+化療XELOX組合

其間定期監察病情：

檢驗CEA癌症指標

進行正電子電腻掃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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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TUXIMAB組合療程治療效果

完成4個Cetuximab +化療XELOX組合療程
後

 2010年8月3日進行之正電子電腻掃描報告
顯示腫瘤對用藥有完全反應，未能發現任
何腫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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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TUXIMAB組合療程治療效果

共完成8個Cetuximab +化療XELOX組合療程

患者情況理想，繼續密切監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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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香港患者的意義

對本地患者而言，如能獲悉其癌細胞基因
KRAS的測試結果，將有助醫生選擇最合適的
治療方案以提高療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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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防癌會癌症教育委員會主席

蔡清淟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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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請醫管局將KRAS測試常規化及
將CETUXIMAB列入藥物名册常規藥物



如何檢查KRAS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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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據最新外國治療擴散性大腸癌指引，建議將KRAS
測試作為治療前的常規檢查

 只需將病人先前已抽取的大腸癌組織作化驗便可

 不用擔心再進行抽樣的痛楚及風險



促請醫管局將KRAS測試常規化

32

 現時醫管局並未有為擴散性大腸癌病人提供常規
KRAS測試

 雖然部分病人可透過醫管局或大學進行的研究及商業
資助計劃，免費接受KRAS測試，但並非所有擴散性
大腸癌病人均可受惠，更不屬於常規計劃

 建議醫管局將KRAS測試常規化，令所有擴散性大腸
癌病人受惠，以選擇最佳療法；此外，病人應向主診
醫生查詢，了解及進行KRAS測試



促請醫管局將CETUXIMAB個人化大腸癌治療
列入藥物名册常規藥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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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港及國際研究均顯示Cetuximab個人化大腸癌治療療
效理想，希望醫管局能盡快考慮將Cetuximab納入藥物
名冊常規藥物，以幫助患者增加腫瘤縮細機會率及存
活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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